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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睿）今天凌晨，中
国足球队代表团一行乘坐卡塔尔航空
公司包机从上海前往多哈，参加12强
赛前两轮比赛。昨天下午中国队进行
一场内部教学赛，据悉，前不久补充征
调入队的老将郑铮暂别国家队。
中国队在厚湃尔足球公园基地进

行了兵发多哈之前的唯一一场内部教
学赛，主要是让队员复习一下功课，以及
教练组观察新人对战术布置的理解和
执行。李磊、王秋明、郭田雨、池忠国有
伤在身，为了避免更多伤号出现或加剧
伤势，教练组近期通过灵活调整训练内
容和强度防止非战斗减员。昨天的内
部教学赛上，李铁根据场上的情况适时
调配阵容，同一名球员在不同时段分别
代表两方出场。此前伤势较重的李磊经
过积极的治疗与康复，24日已可以进行
跑动训练。教练组没有安排他上场。
几天前被补召入队的老将郑铮已

于昨天离队，据称是家庭原因，虽然教
练组非常希望像郑铮这样的老将能够
随队出征12强赛，但也充分理解并尊

重球员个人决定。到本报截稿时，没有
消息显示参加本期集训的其余32名队
员还有谁无法西行。武磊及外籍体能教
练阿德里安·兰姆将于当地时间26日晚
些时候抵达多哈与队伍会合。
最近几天，外界对李铁执教中国队

的年薪数字非常关注，有的称是一两百万
元人民币，昨天又有消息称是六百万到一
千万元人民币之间。李铁执教中国队的
薪酬属于商业秘密，他和中国足协不会主
动披露，外界只能是猜测大致情况，据了
解应当是明显高出本土教练执教中超的
顶薪水准。另外，中国队参加12强赛如同
参加40强赛一样也有激励机制，至于奖
金数额是多少还没有进一步消息。
据披露，与全队交流时中国足协主

席陈戌源自始至终并没有提及12强赛
的具体成绩目标，他希望全队坚定信念，
克服困难，打出精气神。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 年
WTA250克利夫兰站昨天展开女双首轮
争夺，“津花”张帅携手赫拉德卡以2：6、
6：2、10：5逆转加藤未唯/桑塔玛利亚，
将与麦克海尔/米尔扎争夺四强席位。
张帅在女双赛场已经取得6连胜，其中5
场都是通过抢十获胜。
张帅刚刚在辛辛那提站与斯托瑟合

作收获个人第9个巡回赛女双冠军，转战
克利夫兰搭档换成了捷克老将赫拉德卡，

这是二人继今年6月伊斯特本草地赛后再
次合作。首轮对阵加藤未唯/桑塔玛利
亚，张帅此前在女双赛场与二人都有过交
手，其中对加藤未唯已经三连胜。此番相
遇，张帅/赫拉德卡进入状态较慢，以2：6
丢掉首盘。及时调整后，二人以6：2扳平
大比分，并在“熟悉”的抢十中以10：5锁定
胜局，挺进女双八强。1/4决赛中，张帅/
赫拉德卡将迎战麦克海尔/米尔扎，后者
以6：3、6：2战胜卡拉什尼科娃/米图。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苏迪
曼杯将于9月26日至10月3日在芬
兰万塔举行，小组抽签对阵昨天揭晓，
卫冕冠军中国队与泰国队、芬兰队和
印度队同组，力争卫冕并向队史第12
冠发起冲击。
第一阶段小组赛，16支队伍分为

四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出线进入淘汰
赛，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产生
最终的冠军。根据抽签，头号种子中
国队进入A组，同组对手包括泰国
队、芬兰队、印度队。二号种子日本队
被分在D组，与马来西亚队、英格兰队
和埃及队争夺小组出线资格。B组有
中国台北队、韩国队、塔希提岛队和德
国队，C组为印度尼西亚队、丹麦队、
俄罗斯队和加拿大队。
为了给国羽参加苏杯留出更多

时间，陕西全运会羽毛球比赛已由
原来的9月13日至25日提前到了9
月5日至17日。国羽在苏杯一直占
据绝对统治地位，在东京奥运会上
表现出色的国羽将向苏杯第 12 冠
发起冲击。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陕西全运会乒
乓球比赛将于9月17日开赛，中国乒协昨
天公布了参赛名单。马龙、陈梦等奥运冠
军悉数出战，“大满贯”丁宁则未在其中。
本届全运会共设男女团体、男女单

打、男女双打和混双7个比赛项目，其中
男单共有34名参赛选手，女单有33名
参赛选手。北京队的马龙、王楚钦和广
东队的樊振东均将参加男单、男双、男

团，上海队的许昕参加男单、男团和混
双。山东队的陈梦将参加女单、女团，广
东队的刘诗雯参加女单、女团和混双。
河北队的孙颖莎和黑龙江队的王曼昱，
均将参加女单、女双、女团、混双4项。
朱雨玲出现在名单中将身兼4项，而女乒
“大满贯”丁宁未报名参赛。目前，结束奥
运征程的国乒选手们仍处于隔离中，待隔
离结束将立即投入到全运会的比赛中。

动人小号将带来“协奏的名义”

本报讯（记者 王梓）东京残奥会
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发挥不俗，单
日收获5枚金牌，以5金1银2铜的总
战绩，暂居奖牌榜次席。
中国轮椅击剑队昨日连夺四金。

李豪在男子佩剑个人赛A级决赛中

以15：12战胜乌克兰选手阿尔乔姆，为
中国代表团夺得本届残奥会的首枚金
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田建全以15：14逆
转战胜乌克兰选手安德里伊，摘得铜牌。
在男子佩剑个人B级决赛中，冯彦

可以15：11战胜波兰选手卡斯特罗，夺

得冠军。
女子项目，边静以15：7战胜格鲁吉

亚选手蒂比拉什维利，摘得女子佩剑个
人A级赛金牌。

在女子佩剑个人B级决赛中，谭淑
梅以15：7击败头号种子乌克兰选手，再
夺一金。肖蓉以15：6击败格鲁吉亚选
手，摘得一枚铜牌。

游泳赛场，张丽在女子200米自由
泳S5级决赛中游出2分46秒53，实现
卫冕。在女子50米自由泳S5级决赛
中，蒋裕燕游出33秒 55获得第四名。
徐佳玲在女子自由泳400米S9级决赛
中，以 4分 51 秒 00 的成绩获得第五
名。在S8级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
徐海蛟以58秒75的成绩获得第四名。

天津选手冯雅竹在女子100米仰泳
S2级决赛中，以2分37秒04的成绩获
得第四名。

自行车赛场，王伟、曾思妮和王小梅
在女子C1-3级3公里个人追逐赛中，一
度分别打破C1、C2和C3三个级别的世
界纪录。其中王小梅晋级决赛，以3分
54秒975的成绩摘得一枚银牌。

在女子轮椅篮球小组赛首轮比赛
中，中国轮椅篮球队以74：25大胜阿尔
及利亚队，迎来开门红。

国足今日踏上西行之路

国乒选手出战全运会丁宁缺席

张帅挺进克利夫兰赛女双八强国羽冲击苏杯第12冠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9月10日，
“协奏的名义——YOUNG”郭翔小号
协奏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举办，届
时，小号演奏家郭翔将携弦乐五重奏
亮相，为天津观众演绎精彩作品。

小号是铜管家族中的高音乐器，其
音色强烈、锐利，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对
演奏者的技巧要求很高。在以小号为
主的乐曲中，既有明朗响亮、振奋人心
之作，也有柔美宛转、细腻抒情之作。

此次来津的小号演奏家郭翔近年
来活跃在欧洲舞台。2015年，20岁
的他成为芬兰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的
小号首席，并在两年后获得终身小号
职位。2018年，他在意大利波尔恰国
际小号大赛中成功摘得第三名的佳
绩，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小号演奏者在
欧洲顶级赛事中获得的最好成绩。郭
翔还多次受邀以客席小号或客席小号

首席身份与其他欧洲乐团合作，包括
法国广播爱乐乐团、德国哥廷根交响
乐团、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等。

此次演出是郭翔回国举办首次个
人巡演的天津站，他将携手易经明、麦
天龙、茅异竹、牛子孺、曲容达等优秀
青年演奏家，“由繁入简”地以室内乐
的思维方式演奏交响性作品，使观众
感受到全新的审美体验。乐队共有一
把小号、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
把大提琴、一把低音提琴，是一场别出
心裁的“小号协奏音乐会”，力图为观
众展现一个经典而
又全新的小号艺术
世界。

音乐会的曲目
主要由郭翔和旅德
青年作曲家徐之晗
改编。拉赫玛尼诺

夫《练声曲》、维瓦尔第《a小调小提琴
协奏曲》、莫扎特《费加罗婚礼序曲》、
阿尔班《诺尔玛主题变奏曲》等均是乐
迷们耳熟能详的大师佳作，小号的特
别演绎将使熟悉的旋律散发出全新的
光彩。值得一提的是，本场音乐会还
将上演被誉为“三大小号协奏曲”之一
的胡梅尔《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这
是小号历史中的经典。此外，节目单
中还纳入了阿沃·帕特的《镜中镜》，这
是一首充满着神圣气质且富于内省沉
思冥想的现代心灵之乐。两首皆为经
典，却鲜有机会在天津的舞台上呈现，
连同探戈风格的皮亚佐拉作品和爵士
风格的《蓝色狂想曲》将使到场的观众
感到不虚此行。

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奇心

蒋子龙说：“对知识、对世界保持好
奇心，决定作家的创作力。特别是上了
年纪，关注现实世界，有助于保持甚至
扩大自己的精神容量和强度。因为小
说要向外部世界打开，写透人情才是小
说。有好奇心才能看清人情世故。”
即便已经写了60年，他仍有许多

想写的东西，“上了年纪经得多，见得
多，想得更深，处理素材的手法也更
多，有许多想写的东西，特别是自认为
很好的长篇素材，是生活或命运专为
我准备的，只有我有兴趣写出来。但
动力弱了，效率很低，过去几个小时就
能完成的稿子，现在说不定要几天。”

文字是从灵魂发出的声音

蒋子龙1965年根据部队生活经
历创作出短篇处女作《新站长》，从
此开启漫漫文学路。“我写作的时候
常常觉得读者就站在身后，这对我
是一种督导，也是动力。”他的作品
睿智深刻、练达透彻、诙谐生动，刻
画了一幅幅人生世相，他表示，“能
让读者感到‘很舒服’，这是对我莫
大的褒奖，当然也是鼓励和鞭策。
我认为现在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人和
文字太多了。”
至于如何练就这种文风，蒋子龙

坦言，“实话说，我也不知道。我猜可
能跟文字的真实性有关，不虚伪，不造
作，不傲慢，有人间烟火气，文字是从
自己的灵魂发出的声音。其实我活到
80岁，自觉仍然不大会做人，年轻时
曾被骂做‘凶神一号’，上了年纪仍不
擅社交。”
蒋子龙把作家分为两种，一种

是把自身视为创作宝库，“比如杜拉
斯，她的作品不靠外部情节推动，而是
来自‘内心体验的深度’，不断把生命掘
深。”另一种就是像他这样把自己丢掉又
找了回来，“我自农村考到天津读中学开
始，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开始丢失自己，
随着命运漂流，报考什么学校，进什么工
厂，当什么样的兵，什么时候复员……全
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后来渐渐意识到只
有手里的笔可以掌握。既然认识到了，
我就开始慢慢找回自己。我的写作生涯
可以概括为先把生命拓宽，然后再往
深处开掘。”

蒋子龙很关注青年作家，“有几位青
年作家，不只是喜欢，还很钦服。”问及对
如今年轻人的建议，蒋子龙直言：“没有。
我不是聪明人，写作靠的也是笨功夫，如
今基本是坐在观众席上，看着才子才女们
表演。人老了要知趣，不可说三道四。”

将万事万物泡在心血中

对蒋子龙来说，创作灵感从哪里都
可以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他也随时在
生活中积累素材。《人间世笔记》中就来
自他游泳后淋浴时听到一位老法官泳友
讲的段子，“其他人听了哈哈一笑就过去
了，我怕忘记，带着一身肥皂沫跑到更衣
间用笔记下来。这种事很多，我经常用
一瓶啤酒或讨价还价后几十元钱就从周
围的朋友们那里买到段子或一句惊人
之语。”甚至连夜里做了个有文学品位
的梦，他都会在醒来第一时间开灯用
笔记下来，“以我的习惯，睡不着绝不
在床上翻来覆去烙大饼，起来看书或
写东西，对写作者来说，学会记梦是
基本功。”

在蒋子龙看来，灵感等不来、求不来，
“常常是越想有灵感，灵感就躲得你越
远。灵感通常是不期而遇，可遇而不可

求，一般在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劳
作的时候、阅读的时候、在跟朋友交谈的
时候……脑子容易产生火花。”他觉得如
果硬要说作家和不写作的人有什么不同，
“那就只是比不写作的人在生活中多留
神、多存一点心，即‘人泡在生活里’，又将
世间万事万物‘泡在心血中’，或者说比不
写作的人活得更苦更累一点。”

蒋子龙年轻时兴趣广泛，“篮球打过
团级代表队的中锋，乒乓球曾赢过天津
工人代表队一号种子一局，吹拉弹唱也
能滥竽充数替补登台，还喜欢京剧、河
北梆子，年轻时能喊两嗓子，现在不敢
了。文学创作是个很‘毒’的工作，自
从把精神转到写作上，渐渐把其他爱
好全丢弃了。现在还保留着的是‘多听
多看’的习惯，有外出的机会，特别是去
企业、下农村，一般不会放过，朋友聚会
是一定要参加，老友畅叙那是灵魂透气，
人生一大快乐。”

读书要趁早，从经典中汲取营养

近期，蒋子龙在读李建军的《重估俄
苏文学》等，“读得很慢，每天只读一章，
舍不得读完，希望尽量能更长时间地享
受这种精神的轰炸和语言的盛宴。李建
军先生的几本大著，对我来说是教科书、
工具书。还有其他一些经典，比如《史
记》，我在写作中遇到问题，会经常翻一
翻。凡好书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冲击
力，比如觉得自己的精神力量上不去，或
对某一个人物的刻画不满意……就会停
下来，读读经典，吸取营养。”

在他看来，读一本书就是经历一次别
样的人生，“书读得多就可以拥有多种经
历，选择多种人生。将自己的一生衔接前
人，这岂不等于丰富和延长了自己的寿
命？书实现了人类最大的愿望——让短
暂的一生得以永恒。”不过蒋子龙不愿意
为一个不了解的人开一个泛泛的读书单，
“读书跟吃饭一样，却又要走向内心，不是
穿肠而过。每个人的年龄、口味、生存状
态和精神需求都不一样，选择读不读书和
读什么书也不一样。”

蒋子龙的阅读经验是读书要趁早，
“趁年轻要拼命读，特别是专业书和经
典，甚至要苦读，死记硬背，趁年轻读了
能记得住，‘融化在血液’中，可营养一
生。到成年进入社会，除去专业书，那是
用来吃饭的书，非读不可。其他书，有兴
趣就读，读不下去就丢。”

本报记者仇宇浩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30集
电视纪录片《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
列》召开开播新闻发布会，该片将于明
日起每天18时20分在天津广播电视
台卫视频道播出。9月1日起，将在科
教频道每天21：55重播。
《小楼春秋》是天津市委宣传部和

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摄制的百集电视系
列纪录片，由海河传媒中心李家森工
作室承制。这部纪录片新颖别致，每
集仅用8分钟时长，让天津一栋历史

风貌建筑“开口说话”。这部兼具知识
性、趣味性、历史性的纪录片，首季45集
一经播出，即收获多方好评。纪录片激
发了天津人了解家乡的热情和热爱家乡
的自豪感，也吸引了更多中外友人关注
天津，关注五大道、解放北路与意大利风
情区等风貌建筑聚集区。

总导演李家森介绍，此次即将开播
的系列是《小楼春秋》百集之外的特别呈
现——《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特
辑。特辑将汲取以往的成功经验，制作每

集8分钟讲述一栋建筑的系列纪录片。特
别之处在于，特辑精选的是我市现存革命
遗址中同时具有历史价值、建筑学价值的
楼宇建筑。李家森表示，天津是一座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五四运
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方
热土经历了许多重大革命活动，李大钊、
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在这里留下光辉足
迹，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等众多组织机构
为天津留下多处革命遗址。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百年之际制作、播出的《小楼春秋：
红色记忆系列》特辑，也是天津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的一份振奋人心的学习笔记。
据了解，为了以建筑为切入点，讲好

天津党史故事、英雄故事，项目组有序开
展了多项调研工作。去年7月，李家森
率队拜访了天津城建大学《革命丰碑——
天津市革命遗址展览》的主创团队。此
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交流，合作逐渐深
入。除向建筑专家取经之外，项目组着
重向党史专家请教，与市委党史研究室、
各区党校专家、离退休党史专家进行多
次座谈，力求做到严谨与创新并存。发
布会上，党史专家王凯捷、史煜涵分享了
与项目组多次交流，对每一个细节进行
反复求证的故事。
小楼不小，内有春秋。《小楼春秋：红

色记忆系列》主题鲜明，思想性、艺术性
结合相得益彰，是创新的城市宣传，也是
一部生动的党史教材、家乡史教材。

蒋子龙80岁笔耕不辍谈创作

“先把生命拓宽，再往深处开掘”
今年80岁的蒋子龙近期出版了新版《开拓者家族》、随笔集《故事与事故》

和《人间世笔记》，其中《人间世笔记》是他在2018年获颁“改革先锋”称号之
后出的第一部全新作品集，内含他去年新写的短篇笔记小说。接受记者采访
时，蒋子龙分享了创作心得和阅读感悟。

电视纪录片《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

30集电视纪录片明起播出

“小楼春秋”打开红色记忆
李豪男子佩剑个人赛夺首金

中国残奥代表团首日五金

李豪（左）在男子佩剑个人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爱的厘米

（35、36）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错恨（19—

21）20:45鱼龙百戏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远方的山

楂树（31—33）19:20剧场：
津门飞鹰（8—11）22:15剧
场:和平饭店（29、30）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隐形的

翅膀（40、41）
天视5套（106）
19:30 2021 年日本

足球联赛 福冈黄蜂VS
川崎前锋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20:20 多派玩儿动

画《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爱的厘米》第35、
36集 徐清风的婚事像一
针强心剂，令徐秀兰重整旗
鼓，恢复往日斗志。她决定
搬进专家公寓楼，帮两人张
罗婚礼，徐清风和关雨晴暗
感不妙。果不其然，从拟请
宾客名单开始，徐秀兰便和
两人意见相左，幸而她的态
度比起从前委婉许多。徐
清风为转移母亲的注意
力，提议她报名老年大学，
徐秀兰一口拒绝，毫无兴
趣。关永年怕徐秀兰搅和
女儿婚事，心生一计……

天津卫视 19:30
■《错恨》第19—21集

蓝博生气地收拾东西，跟母
亲说，他受不了艾佳逼婚，
他要回美国。但是李智制
止他，说不但他不能走，蓝
清远也要来了。蓝博惊讶
地质问母亲为何下这么大
的决心。李智兴奋地说，她
已经想好了，要在海城创办
一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天视2套 18:25

■《隐形的翅膀》第
40、41集两年后，安琪大
学毕业，段和华回国，何芳
华私自回绝安琪的录取
函，打算将安琪安排到国
外工作。安琪知道后，因
舍不得段家一口拒绝，何
芳华面对安琪的不领情很
伤心，安琪希望何芳华给
自己点时间考虑。

何芳华找到狱中的敏
娜，希望敏娜说服安琪跟
自己出国。敏娜出狱这
天，故意提前离开，留下一
封信给安琪，信中劝说安
琪出国寻找新生活，安琪
不理解，为什么敏娜又一
次放弃了自己……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现在

网红直播带货越来越流
行，这样的销售方式改变
了传统电商干巴巴的图
片、文字加小视频，而是活
生生的主播在跟消费者直
观又详细地沟通交流。当
下热门的带货主播，那人
气可以说直逼娱乐明星，
不过问题和烦恼也会随之
而来。

天视6套 18: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公益演出团首次电
视展演季争夺公益“SU-
PER IDOL”（超级偶像）
第二期今晚与大家再次相
约。第二期展演的公益演
出团成员，个个拥有不俗
的实力，他们将进行本工
展示、才艺展示或知识问
答两轮表现。本场的三位
公益演出团成员分别是来
自天津的京东大鼓演员王
文磊、来自河北的魔术演
员刘阔，以及来自山东济
南的快板书演员董彦彬。

天视2套 20:45


